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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思明辨

名人堂

大人小心
“ 何 谓 大 人 ？ 曰 ：小
心。”
《格言联璧》里这一问
一答，
颇值得玩味。
“大人”指品德高尚之
人。
“ 小心”则为谨慎。
“大
人小心”的意思是，越是品
德 高 尚 的 人 ，越 小 心 谨
慎。生活中常见此类人，
他们给人的感觉往往很谦
和，从不大言炎炎，不会把
话说得太满，
可以做了不
说，
但绝不会说了不做。
“ 大 人 ”之 所 以“ 小
心”，应是出自敬畏，而非
怯懦。一个人有敬畏，为
人处世才会遵守规范，才
不 会 胆 大 妄 为 、胡 作 非
为。与“大人小心”相对的
应该是
“小人张狂”
。
有“小心”这块道德的
压舱石，人生方驶得万年
船。一个人若能时时小
心，事事小心，不忘初心，
也就近乎“大人”了。
（摘编
自《领导文萃》
）
一事一禅

随
小和尚看到禅院前坪
一片荒芜，一筹莫展。禅
师说：
“撒一些花草的种子
吧！”小和尚问：
“什么时候
撒？
”
禅师道：
“随时。
”
撒种子时，一阵风来，
小和尚惊呼：
“这可咋办？”
禅师道：
“没关系，
随性。
”
不日，小和尚看到一
些小鸟在啄食种子，深感
不安。禅师安慰道：
“小鸟
吃不完的。随遇而安。
”
半夜来了一阵骤雨，
小和尚赶紧报告师父：
“好
多种子被雨水冲走了！”禅
师又道：
“随缘。
”
春 天 到 了 ，前 院 、后
院、屋顶、墙脚到处绿意盎
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寺
院各个角落都开满了各色
花朵。小和尚高兴地跑去
告诉了师父。禅师一脸笑
意，说：
“ 随喜。”
（摘编自
《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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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梦

天空醉了，温柔地翻涌着
一片动人心弦的酡红色。
广场上，有一对母女。女
孩约莫五岁，兴高采烈地把手
中那罐泡泡水化成一个个圆圆
的梦。当美丽的梦飘飞在半空
中时，善解人意的夕阳也来助
阵，
为一个个梦髹（xiū，
原意指
把漆涂在器物上。编者注）上
璀璨的色彩，女孩得意地咧嘴
而笑。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
极煞风景的事——站在一旁的
母亲，
突然伸出纤纤玉指，
将意
气昂扬地飞到她眼前那个最大
的泡泡戳破了“噗”的一声，我
仿佛听到梦想破灭的声音，不
知所措的女孩号啕大哭。
啊，
多像现实里的人生。
我想起了阿民。阿民是
我的学生，生于富裕之家，喜
欢绘画。画笔和颜彩一到了
他手里，便有了嘴巴，娓娓地
在画布上讲述缤纷多彩的故
事。明明是一株沉默的树，但
是，画布上透现出来的，却是
树的诉求、树的渴望、树的心
愿；明明是一片讳莫如深的蓝
空，但是，画布上显现的，却是
鸟儿飞过的痕迹和天空无限
的包容。
他把梦筑在画布上，但经
商的父母却一心一意要他承

接衣钵。
瑰丽的泡泡，硬生生地被
父母戳破了，只剩下一张失
落、
失望、
失措的脸。
日后，他或许会成为一个
腰缠万贯的商人，但是，心房
里的某个角落，将永远是残缺
的。那儿，会有一个哭声，没
有人听到，但是，这个哭声会
一直、一直持续。原本，他是
可以用颜彩来治疗满目疮痍
的世界的；原本，他可以用画
笔来让许多颗心和他一起翱
翔的啊！
那些短视的父母，只会一
味以现实的观点做成“压路
机”，扫除障碍，想方设法铺出
一条众人眼中的康庄大道，让
孩子平步青云。当马路铺设
成功而孩子平稳地驰骋其上
时，他们沾沾自喜；然而，他们
不知道的是，当压路机“扎扎
扎”地碾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时，也同时残忍地碾死了孩子
终生酿制快乐的能力！
至于那些睿智的父母呢，
却会鼓励孩子做梦，和孩子一
起寻梦，
帮助孩子筑梦。
有一则真实的故事，很深
地触动了我的心。
2020 年，有一位年仅 31
岁的新加坡人冯建铭，被委任

心灵点击

珍贵的态度

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年不记得是什么节
日，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因为
离得远，平日不常走动，这次
亲戚们特意给朋友带了礼
物。朋友当时读初中，亲戚送
的基本是书本文具之类的东
西，虽然普通，但很精美，一看
就不便宜。
其中，一个亲戚送给他一
个像哨子一样的小玩意儿，灰
扑扑的，很不起眼。亲戚笑着
解释，这是他在逛旧货市场时
看到的，因为觉得适合孩子
玩，价格也不高，就顺手买了
下来。朋友确实对这个小玩

意儿感兴趣，高兴地接过来，
依旧礼貌地表示了感谢。
说实话，除了朋友，其他
人都对这件礼物不屑一顾
——既不好看，又不值钱。朋
友仔细端详着这件礼物，与送
他礼物的亲戚讨论它的外形
及原本可能的用途，两个人聊
得很投入、很开心，朋友告诉
这个亲戚，这是他收到的最珍
贵的礼物。
一段时间后，朋友父亲的
故交看到这个小物件，仔细鉴
定后认为，它其实是清朝时期
留下来的，虽然不值太多钱，
但作为一件收藏品是很不错

为 丹 麦 NOMA 餐 馆 的 新 主
厨。消息一曝光，轰动四方。
名声如雷贯耳的米其林三星
级餐馆 NOMA，
曾经四次排名
全球第一。一名亚洲人要在
一个由白人厨师经营的以欧
洲为中心的顶级餐馆担任主
厨，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然而，
现在，梦想落实，冯建铭也成
了备受关注的
“传奇人物”
。
冯建铭出生于一个双亲
管教极严的家庭，父母希望他
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然而，后
来，他们发现他喜欢的是烹
饪，便不遗余力地支持他飞赴
纽约，
接受烹饪专业训练。
在面向记者时，他说了一
番掷地有声的话——
“亲戚和
朋友都不认同我的选择，可
是，父亲要我坚持目标，莫受
他人意见所左右。父母让我
知道，只要立定志向，我是没
有必要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
心态和看法而进行自我调整，
改变初衷的。
”
睿智 而 又 明 理 、无 私 而
又坚韧的父母成就了他，使
他成为一只冲天而去的鹏
鸟。可以预见，他会继续将梦
想王国里无数的
“不可能”
演化
为现实中无尽的“可能”！
（文/
尤今［新加坡］ 72岁，
作家）

的。而根据亲戚付的价钱来
看，很显然是捡漏了。朋友赶
紧打电话告诉亲戚，并打算退
还，但亲戚拒绝了朋友的提
议，说东西送给他就是最好的
归宿。
这时，很多人夸赞朋友有
眼光，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小
物件的珍贵。朋友只是轻轻
摇了摇头，他知道，重要的不
是眼光，而是态度。当你以认
真庄重的态度对待一件东西
时，它本身就是珍贵的。所以
说，珍贵的从来不是物件本
身，而是你对这个物件的态
度。
（文/乔凯凯）

事同理不同

会
“行走”
的卷柏
卷柏被称为遇水而安的
迁徙者，
是一种生活在南美
洲的奇特的、
会走路的植物。
卷柏的生存需要充足
的水分，
当水分不足的时候，
它就会展开
“自救”
，
把根从
土壤里拔出来，
然后让整个
身体蜷缩成一个圆球，
随风
在地面上滚动。风带着这
个勇敢的流浪者四处流散，
当滚到水分充足的地方，
这
个圆球就会迅速打开，
根又
重新钻到土壤里，
安居下来。
为了探究卷柏的生存
奥秘，
一位植物学家做了这
样一个实验：
用挡板圈出一
片空地，
把一株卷柏放入空
地中水分最充足处。卷柏
扎根生存下来。几天后，
空
地水分减少，
卷柏便抽出根
须，卷起身子准备换地方。
可实验者隔绝了它移走的
一切路径。不久，
卷柏又重
新扎根生存在了那里，
在几
次将根拔出，
几次又动不了
的情况下，它便再也不动
了。此时卷柏的根已深深
地扎入泥土，
而且长势比任
何一段时间都好。
（摘编自
《陕西科技报》
）
请将您的感悟在9月27
日前发送至18673167043。
故事回顾
上期故事详见 9 月 15
日本版《附耳细说》
百家争鸣：牛需要主
人顾及它的感受，人何尝
不是？但我们与他人相处
时，常常会忽视这一点，以
至于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陕西汉中 赵亚勇 61 岁）
批评与表扬，要分清
场合，掌握分寸。
（上海 杨
孝华 81 岁）
在与别人交往时，既
不能妄自菲薄，也要设身
处地为他人着想。
（山东济
南 苏丹 88 岁）
农夫的“附耳细说”告
诉我们，教育子女也要注
意维护对方的尊严，不应
高高在上。
（湖南岳阳 杨
岭松 76 岁）

